
【行业资讯】《中基透明指数FTI2022报
告》发布， 如何多维度解锁透明公益

转载自CFC恩玖中心

2022年 12月 23日，多维度解锁透明公益——中基透明指

数F TI2022发布会通过视频直播方式举行。正值全国疫情

特殊时期，原定线下线上结合的发布会，最终改为全部通

过线上直播与行业伙伴交流。今年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的第三年，疫情对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冲击也影响着基金会

行业的生存发展。在如此脆弱和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下，

信息公开透明更应该得到基金会的重视，因为这是基金会

与公众、捐赠者进行沟通的基础，也是公益行业良性发展

的根本。

根据F TI2022的指数观测结果显示，既有可喜的变化，也

有着更大的提升空间。其中，非公募基金会的 F TI平均分

有所上升，公募基金会的平均分略下降；满分基金会数量

增加了近四成；信息可触及率有所上升，但总体数字化水

平仍较低。

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璐

中基透明指数F TI2022观测结果：
满分基金会数量增加近 4成，公募基金会均分略有下
降，非公募基金会均分有所上升

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璐向行业伙伴

介绍了今年观测结果。

第一，从平均分的维度来看，公募基金会平均分 62. 07

分，比上一年下降了1. 68分；非公募基金会平均分58. 18

分，比上一年上升了1. 23分；整体平均分为59. 07分，比

上一年上升了0. 52分。

第二，从整体得分纬度来看，今年整体透明度的中位数为

55. 4分，超过14%的基金会FT I2022得分在90以上，其中

95分以上有294家，比去年增长26%，说明有更多的基金

会对于信息公开更加重视，且在将信息公开渗透在日常工

作中。

此外，有50%的基金会FT I2022得分在40-70分的区间，

其中40-60分之间的有近40%。主要原因是缺乏在官网上

自主公开的内容，例如年度工作报告等。60-80分区间的

基金会有21. 3%，80-100分区间的基金会有21. 8% ,，由

此可见基金会在信息公开方面，在全国行业排名中的前中

后位置。

第三，从满分维度看，今年的满分基金会有 222家，比去

年 159家增加近 40%，其中公募满分基金会增长了近

30%，非公募基金会增长了近46%，均有大幅提升。如此

大幅度的满分基金会的增加，说明了在外部政策及内部要

求的多方面影响下，有更多基金会更加重视信息公开方面

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对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对整个公益

行业的公信力建设更加有利。

第四，从注册地的维度来看，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

在信息公开方面一直比较规范，今年参评的民政部登记注

册的基金会数量与去年持平，均为 188家基金会，总体平

均分已达到 78 .64分，比去年 78 .47分略有增加。今年民

政部加大了在信息公开方面的监管要求，同时这些部级登

记的基金会在信息公开方面总体水平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

水平。

而其他基金会数量大的省市，如北京市今年保持了一贯良

好的优势，不仅整体排名上升，而且平均分也有提高，离

不开民政管理机关的监管力度与推动支持，同时也体现了

北京市市属基金会对信息公开有较高的认知。

第五，从不同规模基金会维度看，大型基金会透明度一直

好于中小型基金会，尤其是大型非公募基金会，今年平均

分高于去年为74. 55分；大型非公募基金会整体平均分高

于去年，中小型基金会的透明度尚未达到60分。

在今年的报告中，还有着可喜的发现，纵观残疾人、青少

年、妇女、红十字系统的参评基金会。他们的信息公开都

做得较为规范。此外，有6家基金会今年是首次参评，即

获得了满分，分别是鄂尔多斯市聚祥公益基金会、北京贝

壳公益基金会、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深圳市龙湖公益基

金会、广州尚贤慈善基金会、浙江九阳公益基金会。

FTI2022报告的五大总结发现

更多维度观察行业信息披露发展变化

根据中基透明指数F TI2022的报告显示，大致有五方面的

发现。

第一，基金会整体信息公开程度略有下降，透明度满分基

金会的头部效益更加明显。满分基金会数量的数量比去年

增加了15%，在90分以上的基金会中占比为61%。大型基

金会在观测基金会中占比为 12%，但在满分基金会中占比

为 32%，体现出头部基金会对于信息公开透明的重视程度

更高，马太效应愈加显现。

第二，基金会信息的可触及率有所上升，但总体数字化水

平仍然较低。按照中基透明指数 F TI的规则，需要基金会

有官网或网页，且能够有效打开。今年在观测期内官网有

效的基金会 2561家，比上年增长了 6%，占到基金会总数

量  的不到 1 /3，总体数字化水平仍然较低，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可喜的是，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的官网 /网

页的建设率最高，高达近 90%；其次是北京市的基金会的

官网 /网页建设率 56%、上海市 45%，而在民政部及北京

市登记注册的基金会信息公开程度在全国也是多年持续排

在前两位的，说明在公开透明的意识及政府推动方面均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

第三，信息公开仍以被动为主，但主动公开程度明显提

升。基金会的信息公开受民政管理部门与其信息公开平台

影响较大，多个省市民政平台披露了年度工作报告和审计

报告，基金会的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可及性仍然很高，财

务信息得分率依然在 92%，与去年持平；项目信息得分率

从 2021年的 71 .40%上升到今年的 74 .5%。而来自于基金

会官网的基本信息今年得分率为 43 .16%，高于 2021年的

39 .73%，说明基金会自己主动公开情况有所提升。

第四，新增项目评估报告 /阶段报告指标，有助于推动基金

会加强在公益有效性上的意识。 “项目评估报告 /阶段报

告 ”是 2022年观测新增的倡导性指标，今年 F TI对于该指

标的要求相对宽泛，可包括第三方的评估报告、自评的阶

段性报告等，且对于时间维度上未做要求。目的在于倡导

基金会不仅停留在做了哪些工作，更要说明受益对象有什

么变化，对于社会议题有哪些改善，向捐赠人和社会公众

说明公益慈善活动的成果与影响。今年公募基金会有 22%

的基金会公开了该项指标，非公募基金会为14 .5%。

第五，对公益项目的公示明显增加，但在慈善中国上的披

露内容还有待提升。今年公益项目信息完整（指 F TI满

分、官网上有单独栏目页面说明项目进展，并且本年度公

益项目支出之和与公益事业支出相等）的比例明显增加，

有更多基金会在官网设置了项目专栏并公开项目进展，公

开的主动性提升。从项目支出占比系数这个指标来看，纳

入今年F TI2022观测的基金会，整体上公开了其 79%的公

益事业支出情况，比上一年的56%有明显的增加。

从在慈善中国上公开的情况看，在 581家公募基金会中，

有 63%家基金会在募捐备案中公示其 2021年开展的活

动，不过仍有近 31%的基金会没有在慈善中国上公开  “募

捐进展 ”，40%的基金会没有公开 “募得款物使用情况 ”。需

要再次说明的是，公开募捐活动的信息应当在统一信息平

台即 “慈善中国 ”上按照要求进行及时的信息公开，而非仅

在互联网募捐平台上公开。

但同时也需了解到，目前中基透明指数F TI2022的合规性

指标大约占八成，倡导性指标分数占比占两成。因此，中

基透明指数 F TI满分依然说明了在法律法规要求下基金会

的信息公开程度，我们后续会逐步进一步依照合规要求观

测基金会的公开情况，同时也呼吁基金会同仁不要仅满足

于目前的满分，更多要基于信息公开的更高标准要求自

己，立足于长期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争当行业先行

示范楷模。

对未来的展望：
延展和链接更多使用场景，为更多相关方所用，嫁
接组织与捐赠人的沟通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名誉理事长黄浩明提出了中

基透明指数 F TI的更多维度延展，透明公益发展的政府的

政策建议、透明公益发展的公益基金会的行动建议。

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南都公益基金

会秘书长彭艳妮在总结发言中，对 F TI未来的发展方向提

出了三个期望方向。

第一，要继续去坚定 F TI作为促进基金会信息公开透明工

具的定位，更好地去服务于我们公益行业基金会的健康发

展。

第二，期待 F TI今后能够更好地为利益相关方所用。这其

中首先包括是政府，对政府来说，可以通过 F TI来更好地

看到在部级或者在省级注册的这些基金会，他们的整体信

息公开的情况怎么样。第二个利益相关方就是基金会自

身，基金会可以用中基透明指数 F TI来做一个体检。其次

可以通过 F TI去向自己的捐赠人做沟通，向捐赠人去展现

我们自己。第三个利益相关方，是  30多家互联网筹款平

台，我们非常愿意把信息透明的情况分享给筹款平台，平

台就可以向他的捐赠人、向公众来直接来展现这家组织。

还有相关方是媒体，媒体也是公益行业和公众之间沟通的

一个桥梁。

第三，希望中基透明指数 F TI今后有一个行业共建，而不

仅仅只是恩玖中心在去收集信息。所谓行业共建，首先就

是指标不断优化。其次，是基础数据的质量提升，而这有

很长的路要走。再者，是更多应用场景的延展使用。第

四，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跟政府主管部门来互动。最

后，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基金会和媒体有更好的一个互动，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跟公众链接的桥梁，更好的互动能够整

体的来更好的展现我们行业的形象。

圆桌深入探讨：
信息披露的多场景运用，如何助力公益行业良性发
展

中基透明指数F TI自2012年发起以来 ,至今已十一年，作为

一套工具性指标，不仅能够从分数上体现中国基金会信息

公开透明的现状，也逐渐成为基金会优化内部运营管理、

与外部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工具。今年发布会同时也探

讨了透明公益的不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地促进行业生态

发展。

“信息披露的多场景运用 ”圆桌讨论

信息是流动的，公开应该是多维度的，信息公开如果是被

动的，那就成为了成本。但如果是主动的，就可以是沟通

的工具和桥梁。其中 “信息披露的多场景运用 ”主题由北京

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吕全斌主持，特

别邀请了基金会、互联网平台、媒体代表参与。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樊英分享道：行业

向前发展，到最后实际上拼的是组织的文化，是组织的价

值观，说到底是剥开其他的一切，最后剩下的就是专业、

专注，是组织的规范严谨、公开透明、影响力。这些目

标，实际上最终都可以从 F TI指标体系中反映出来。桂馨

从理事到员工，都非常重视信息公开透明，它不是个结

果，它是一个制度，而且落实到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员

工。所以在我们的员工手册里头就有这一条，就是公开透

明，它不是公关部门的职责，是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员工

必须落实到自己工作中的一个准则。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樊英

灵析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侯正春谈到：可以用冰山来做

一个比喻，我们看见的是上面 10%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对

机构来说，更大的工作量是在海面下的那 90%，这些可能

对公众来说是看不见的，但正是海面下的 90%的工作，保

持了组织能露出水面，让公众能看到那10%。

灵析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侯正春

中国慈善家杂志副总编程昕明从媒体观察的角度分享：今

年行业对于透明度的行为多起来了，比如腾讯公益，互联

网企业的这种参与程度，就把行业的透明度也提高了。但

还是回到公众的角度来看，以后能不能出一些公众版，就

是公众能够理解的版本。有点类似于 “豆瓣 ”的评分，可以

让捐赠人也有一点发言权，比如捐赠人他曾经捐赠过某个

项目，他可以对此发表一些看法，这就变成大家共建的东

西，权重多少需要另外商量。

中国慈善家杂志副总编程昕明

另一场圆桌主题为 “信息透明如何助力公益行业良性发

展 ”，由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理事李劲主

持，特别邀请了基金会、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业促进中心

等机构共同参与。

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丛志刚分享道：爱佑 2004年成立

时，就强调我们要做非常公开透明的基金会。所以我们提

出来，首先是目标要可量化，过程可监控，结果可度量，

效果可持续。我们自己认为公开透明不仅是一种理念，也

是一种能力。所以 F TI是一个很好的自查框架，我们自己

本身也会做很多信息公开透明，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标准

和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会使用 F TI来自测，对我们

来说不是个结果，是个很好用的工具。自测之后，我们会

做很多维度的对比，逐步地就形成了我们在披露方面的工

作流程，以及逐步形成我们自己整体披露的框架和完成体

系。

爱佑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丛志刚

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王增娟谈到：我们其实是

信息公开透明的一个受益者，从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天一直

到现在，我们都非常重视信息公开透明的相关的工作。恰

恰是因为信息公开做得好，所以在一旦遇到什么样的质疑

风波，大家会去我们的官方网站去看韩红基金会到底是什

么样子的，大家会发现原来他们的工作，做地还是可以

的，并不是像网络谣传的那样。当然有的时候，有些风波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更多地还是要回应社会

公众的关切。

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王增娟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何国科提出了建议：希望 F TI

的覆盖面可以更广，不断提升影响力。而覆盖面不足的原

因是多层次的， F TI指数本身不是强制性的指数，更类似

与一个民间倡导的指数。而从发展上来说，如何进一步提

升F TI影响力、软实力，是一种改变的策略。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何国科

北京春泽社会服务能力促进与评估中心主任刘程程表示：

涉及到更深度信息的时候，我们做评估可能更关注的是组

织关于效果的深度信息，这个时候 “有或没有 ”也许不能代

表这一组信息的有效程度，这可能是指标可以探索的一个

方向，它可以作为 F TI的一个改进方向。我们做知识生产

的人，可能前端知识生产是我们所关注的绝大部分，但其

实从知识生产到它的应用，到推动行业后后端有一个极长

的链条，这一部分可能是我们未必非常擅长的。从我们的

角度来看，一个基金会向外的公开透明，其实向内就是它

的管理运作能力，就是一体两面，它不是一件单独的事

情，也不是一个所谓的理念，它就是你的管理能力的体

现。所以对于一个行业来讲，如果大家都是强的管理能

力，它必然呈现出是恰当的合理的公开透明，那么对整个

行业来讲，它的作用会非至关重要，对内我们可以相互学

习，彼此了解，然后对我们的捐赠人和关注我们的公众，

是一个负责任、对你形成交代的这样一个关联。

北京春泽社会服务能力促进与评估中心主任刘程程

中基透明指数FT I2022已经发布，中基透明指数FT I作为

一套工具性指标，不仅能够从分数上体现中国基金会信息

公开透明的现状，也逐渐成为基金会优化内部运营管理、

与外部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工具。信息公开、自律透明

的步伐仍在继续，我们共同努力。

千训基金会是一家5A级公募慈善
组织，连续9年中基透明指数100

分，其使命是“帮助他人，成长自
己，把爱传出去”。

2011年千训基金会在浙江省民政厅注册成立，发展至今，涵盖助教
助学、心理援助、乡村振兴三大公益板块，启动80余个公益项目，合
作成立60个专项基金,帮扶23个县级地区。

2021年腾讯99公益日，线上筹款总额超过1000万元。截止到2022年
06月，累计募集善款3.5亿元，助力他人圆梦。

与此同时，千训基金会连续两年被推举成浙江省社会组织总会执行会
长单位，并成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寻找2022个亚运梦想”公益小组
成员单位，推动浙江省内社会组织的全面发展。

捐赠信息查询可登入千训基金会官网http://www.wish1000.com/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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